
精品连载

bh99@sina.cn

W
A

N
G

H
A

I
C

H
A

O

2018年7月11日
星期三

第2169期

■社址：天津滨海新区北塘企业总部园区天池路滨海时报大厦 ■总编办公室 E-mail:bhsbzbs@126.com 66336278 ■编辑部：66336118 ■时政新闻部：66336128 ■经济新闻部：66336158 ■综合新闻部：66336168 ■邮编：300453 ■广告热线：66336000 ■发行热线：66336100 ■印刷单位：天津报业印务中心

8 副刊 责辑：王瑞 编辑：范炳菲 校对：林梅 制作：张志芳

【
巴
金
斯
老
爷●
轻
评
书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邮差 【
山
后
的
梅
子●
身
边
巨
变
·
致
敬
四
十
年

虱子的模样

【
连
生●
滨
海
丛
话

捞虾
【王
原●
大
红
脸

作者：王静【英】
出版时间：2018年5月
定价：49.8元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非凡之道
成功人士背后都有很多的故事，很多外力的帮助，家庭的支持，配偶的条件，

时代的影响，还有一些无法解释的偶然性和幸运等等。我们眼中看到的仅仅是
冰山一角，水面下隐藏的众多因素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成功有99%无法复制。

有一次，参加国内一位非常成

功的年轻企业家组织的晚宴聚会，

大家讨论了这样一个话题：成功的

不可复制性。几位企业家都表示

赞同。媒体报道和历史记载的成

功人士背后都有很多的故事，很多

外力的帮助，家庭的支持，配偶的

条件，时代的影响，还有一些无法

解释的偶然性和幸运等等。我们

眼中看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水面

下隐藏的众多因素我们是看不到

的。所以成功有99%无法复制。

我最喜爱的美国现代作家之

一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他

2008 年出版的畅销书《异类》里讲

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他列出

了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 75 个人的

出生年份、所在的国家和财富的来

源。这 75 个人里，有 37 位来自美

国，4位来自印度，2位来自英国，2

位来自德国，2 位来自中国。而来

自美国的这37个人里，有14位是在

19世纪中期出生，从1831年到1840

年，前后年份仅有 9 年的差距。

1831年到1840年没有发生什么，但

是 1829 年到 1839 年之后的美国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

19 世纪 60 到 70 年代，美国的

铁路系统开始崛起，华尔街开始出

现，工业革命正是最具生命力的时

候。而这14个人的出生年份，让他

们在人生最优质的时间接触到了

这个时代的变化，时代给了他们一

个9年的窗口。格拉德威尔认为这

14 个人之所以进入世界历史首富

榜，是因为他们出生年份的完美，

如果他们早出生10年，当这个好时

代产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太老

了，他们深受内战前影响的思维形

态无法让他们抓住机会；同样的，

如果他们晚出生10年，在这个好时

代出现的时候他们还太小 ，完全

不具备相应的条件，等他们成长起

来的时候，时代的机会已经错过

了。他们出生的年份决定了他们

的成功，所以成功的很多因素是无

法复制，也无法控制的。

中国文化提倡集体主义精神，

而西方文化更偏重于鼓励个性的

最大限度的发挥，这为西方成功学

演变和发展成一个庞大的产业提

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成功学

这个产业在英国每年的市场大约

为 600 万英镑，而在美国早已突破

100亿美金的大关。美国现任总统

特朗普曾经出版的书籍里，有很多

都是和这个产业的作者或者人生

导师共同撰写的。比如说他和《富

爸爸，穷爸爸》的作者罗伯特·清崎

合作撰写的《特朗普清崎让你赚大

钱》 ，还有他和比尔·詹克一同撰

写的《大胆想，出狠招——特朗普

点石成金的秘密》。这类书或者这

些作者表达的理念大多数都是可

以复制的，如果我们找到了这些人

成功的秘诀和他们的模式，他们做

什么我们也去做什么，他们怎么做

我们也去怎么做，就一定会取得类

似的成功，甚至会更好。

这两种态度都有各自极端的一

面，我们不能盲目认为只要追随着

成功人的脚步，我们就可以成功；另

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就此放弃希望，

放弃为自己争取成长机会的权利。

英国有这样一位现代版的灰

姑娘，她出生于一个普通的中产阶

级家庭，从小就喜欢写东西。用她

自己的话讲，“当我意识到书是人

写出来，而不是自己从地里蹦出来

的时候，大约五六岁的样子，我就

开始写一些奇幻故事并念给妹妹

听。”她写的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兔

子的，题目也叫《兔子》。这只兔子

得了麻疹，朋友们都来看它，包括

一只叫做蜂小姐的巨大蜜蜂。故

事写完之后，她就会念给妹妹听，

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就不间断地写

作，但却从未因某个点子而极度兴

奋。1990 年，她 25 岁，当她坐在一

班从曼彻斯特开往伦敦，延误 4 个

小时的火车上时，一个在巫师学校

念书的年轻男孩的故事在脑中迸

现。在火车误点的这 4 个小时里，

她没有笔，只能坐着思考，在脑子

里勾勒所有的细节。她一到终点

站，就开始动笔写作。

那一年年底，她的母亲因发作

10 年的多发性硬化症过世。1992

年，她在葡萄牙与在酒吧偶遇的新

闻记者乔治结婚并产下一女。婚

后一年多，两人宣布离婚，她以一

位单身母亲的身份，带着 4 个多月

大的女儿和三章已完成的手稿搬

回了苏格兰爱丁堡。那个时候，她

已经大学毕业7年多，没有工作，母

亲去世，婚姻失败，还带着一个嗷

嗷待哺的孩子。她自嘲道：“我是

我所见过的最失败的人。”那个时

候，她带着睡梦中的女儿，在爱丁

堡的多家咖啡馆写作，终于在1995

年用一台老旧的人工打字机完成

了她的第一本小说《哈利·波特与

魔法石》的原稿。

在这本书的第一章第14页，有这

样一句预言：“哈利·波特将会成为

一个传奇，虽然今天没有人知道他是

谁，但是有一天，会有很多本关于他

的书，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小孩都会知

道哈利·波特这个名字。” (连载1)

海河，在我的脑海中一直是

美好的象征。年纪大了，总忘不

了孩提时代捉鱼捞虾的场景。

那时，每到夏季的清晨或

傍晚，在海边、坑塘、沟渠旁，总

有小朋友三个一群五个一伙，

有的手里提着竹篮、脸盆、水

桶、网兜，有的还拿着网勺兴致

勃勃地捞虾，不一会儿就听有

人喊：这里虾吃食了，拿网勺来

捞；这里竹竿动了，快点来捞，

虾要跑了……大呼小唤，引来

无数人围观看热闹。

我家靠海河最近，尤其在

学校放暑假的时候，我就约好

渔家子弟，带着网具，一同前

往于家堡启新洋灰码头或东

沽三块板河口处捞虾。

捞虾有几种方法：一种是

在河塘里捞大对虾，用一根小

竹竿，系上一根绳子，绳子上

系着虾爱吃的食物：有鱼骨刺

螃蟹壳等，将竹竿放在水面

上，在河塘旁摆上二十至三十

几杆，小竹竿一动不动，说明

虾在吃食，赶紧用网勺罩到囊

底，捞起一看，活蹦乱跳的大

红对虾，最小的也有一两重。

另一种方法是在海河边、沟

渠旁捞小米虾，用粗一点的竹

竿，再用一根绳子将一块长方形

布系上四角，拴在小竹竿上，布

里放些虾食，沉到水里，过上十

几分钟，提起竹竿，无数小米虾

在长方形布里乱蹦乱跳的，用网

勺将它捞起，放进水桶或盆里，

半天下来能捞上五六斤，还有

的同学从家里用铁丝盘成圆形

网具，虾食固定在网底，不过，

这种方法上虾慢数量少。

捞虾不仅好玩锻炼耐性，还

能拿回家里，让全家人共享美味。

1963年夏，我从南方回津

的第一年，有一天，隔壁邻居

（东沽水产公司工人）气喘吁吁

跑来我家说：东沽小闸（原是捕

捞船队停泊和水产下货地），因

雷暴造成鱼虾泛起，水产公司

等单位组织会战抢收。我闻信

一口气儿跑至小闸，并加入光

明捕捞队，配合船队一起下滚

网拖网，连续作战三天三夜。

据船队过磅师傅说：单捕捞青

虾、对虾就超过千斤……

《高山上的小邮局》是一

个关于友情的故事，在爱情故

事占据小说主流的情势下，它

有着独特的叙述主题。

一个西班牙山村里的邮

局，因为寄信业务基本停滞，

所以要被关闭，唯一的邮递员

要 被 调 到 很 远 的 地 方 去 工

作。为了帮助邮递员，她的好

友匿名写了一封信，并要求收

信人同样写一封匿名信给下

一个人，以保证邮局始终有投

递业务。小说就此展开。

这是一个关于唤醒的故

事，因为每个写信人在下笔的

时候，首先要面临一个问题：

写给谁？对象的筛选其实就

是情感的筛选过程，往日里波

澜不惊的印象和记忆，被这个

问题搅起涟漪，欢乐的也好，

悲伤的也好——当然绝大多

数会是悲伤的，全都会浮上心

头，这时才发现，素来浑不在

意的一些事物，却是最难面对

的，而牵涉其中的人，你定是

要好好梳理一番言语，才能确

定到底要对其说些什么。

写信的好处此时显现了。

美国的传播学学者认为，人们

若要实现更好的沟通，仅仅依

赖靠近是不行的，有时还要靠

分离。分离并不是疏远，而是

在人际之间加入媒介。比如说

话，就是靠近，是人与人的直接

沟通，而文字，就是分离，它虽

然不能实现面对面说话，但能

往往把口语没法表达的含义精

确地表达出来。比如欲说还

休，既有无奈也有茫然，然而在

笔下，就是“却道天凉好个秋”，

尽可以使别人意会。

表达的内容是最重要的，

写信只是形式而已。虽然作者

将故事的背景放在了一个田园

气十足的山村，并刻意提及临

近地带的地产开发，以通过对

比来进行对现代文明的某种无

声控诉，但如果山水风光好就

意味着人心没有隔阂的话，如

果唯有写信才能拯救心灵世界

的话，那只能是利用读者对小

说的刻板定型而耍的诡计。

实际上在这个山村里，误

解、怀疑、疏远、防备、愤怒等所

有消极的东西都同样存在，和

住在钢铁水泥都市里的我们拥

有的东西大同小异。只是因为

事情的缘起与邮差有关，所有

信件才起了非同寻常的作用，

如果主人公的职业是程序员，

那么电子邮件也会成为救世

主，照样能实现人际之间的沟

通。许多人对着这样的小说，

总是感叹信件行将消失，其实

不过是被一种噱头吸引了视

线，而人际之间各种感情隔阂

如何破冰才应该是焦点所在。

最关键的，是勇气。每一

封信件，既是向对方的诉说，也

是对自己的质问，它帮助每个

写信者重新梳理了走入困境的

过程，辨析为何自己会不安、难

过、沮丧甚至颓废，就像在已近

恢复伤口上抠开结痂，疼痛可

想而知。然而他们终于坚持到

了最后一刻，在写下署名的时

候，不但唤醒了记忆，更完成了

对自己的救赎，与他人相处的

模式也得以重建，新的友情也

随之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而

言，每个人都的确需要一个邮

差，他不在邮局，而在心口，苦

候在因情绪纠结而生成的关卡

上，等待有一天你打破心结的

藩篱，递送出一封信，达成与别

人的和解，以及与自己的和解。

上世纪 80 年代，我还在厂办校上小学。

大概三四年的时候，班里转来两位同学，是兄

妹俩，据说他们的妈妈是刚被聘请来的中学

老师，教学水平超高。这些对于我们小学生

来说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刚转来的女同学的头

发——过肩、垂直、乌黑发亮。要知道，在那个

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都是身体因为营养不良

而发育不全，更别说是头发，一个个都枯黄不

堪，所以当身材矮小的她坐在第一排，我们后

面的同学都不禁投去艳羡的目光。

谁知，还没等和她熟络起来，某一天，她戴

了一顶很是难看的帽子，帽子下掩盖着秃头，

乌黑发亮的秀发不见踪影。诧异之余得知，她

家从农村转到镇上，生活节奏变快，妈妈忙着

教学，爸爸忙着做豆腐（据她说，她的头发之所

以乌黑发亮，是因为常用豆腐水洗头），奶奶又

不在身边，没人帮她打理头发，结果长了虱子，

没办法，她妈妈只能狠心一剪了之。那时候我

们不知美丑，和她都欣然接受了秃脑壳。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已上了初三。虽然

那时还不知道打扮，但我和同学们已经知道了

美丑。

记得有一次，正上着语文课，老师（就是上

面剪秃脑壳的妈妈）在前面讲解着令人难以理

解的文言文，后面却有异常响动。我们不敢回

头看，仍假模假式地听课。“你咋这么讨厌呢！”

突然，倒数第二排的小红同学愤怒地吼叫了一

声，如平地一声雷。大家不约而同地转向后面

看究竟，老师也放下教科书厉声问事情的原

委。原来，小红正在认真听讲，后座男生小勇

听不懂文言文，闲来无事之际，发现小红的麻

花辫子上溜达出来一个虱子，他悄悄地抓了下

来，拍了拍小红说给她一个好东西，结果惹来

她的大怒。同学们听完都哄堂大笑。小勇被

罚站。

那天，我给女儿梳头，不禁想起这些事

便和她提及。谁知，女儿一脸懵懂，不知虱

子是何物，笑点在何处。也难怪，现在的生

活条件好了，卫生条件提高了，孩子们上哪看

虱子去？

为了让孩子见识一下虱子的模样，打开手

机问度娘。看着屏幕上的图片也枉然：这图片

上的虱子和记忆里的不一样。不知道是时间

的长河冲刷了我的记忆，还是现在的幸福生活

让我忘却了过去的苦楚；更不知道后生们再次

读起“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

子”时，还能否撼动他们的内心世界。


